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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由香港浸信教會於1988年設立，其宗旨為：「透過不同的社會服務工作，以附近的居民為對象，向他們提供服務，並向他們傳揚福音，引領他們歸向基督。」

管委
的話 「門」的故事

趙崔婉芬
服務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

在2007年服務中心服怡樂坊裝修竣工誌慶的典禮上，我曾經講了一
個「門」的故事。
原來，啟動怡樂坊裝修工程的主要原因是要加設一道危急時可以逃
生的後備門。當時，怡樂坊的服務不斷發展，因著神的祝福，很多會友、
慕道朋友和未信主的社區人士來使用服務中心不同類型的服務。由於怡樂
坊接二連三發生了幾次危急事情，神引導我們反省了以下幾個問題︰
「怎樣使怡樂坊成為一個更符合安全條例的場地？」
「怎樣可以讓同工更容易接觸每日進來的訪客？」
「怎樣更切合社區人士的需要？」
結果，在得到教會和管業委員會的支持之下，怡樂坊進行了裝修。
裝修後，怡樂坊煥然一新，成為一所比以前更亮麗的場地。新的規劃，
也讓同工比以前更「近距離」接觸訪客。很奇怪，原來要處理的危急個
案，藉著神的恩典和同工的禱告轉危為安。神卻藉著這次裝修，把怡樂
坊的外觀和服務中心的服務精神向前再進一步。
教會設立服務中心是服務周邊的社區人士，並向他們傳福音，使他
們認識基督。多年來，服務中心就像教會的一道門，讓社區人士進入教
會，甚至成為基督徒，加入教會。這道門不單是亮麗，更重要的是要敞
開，讓人們可以進入教會，認識神。
主耶穌說︰『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
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約翰福音10：9）
願意服務中心也像主耶穌服侍人，讓人領受救
恩，得到豐富的生命。
(作者於2002年加入服務中心管委會，於2004年起擔任
管委會主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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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
心聲

劉少康牧師
回想這20多年來，神的手一直在看顧，祂的恩典是何等豐盛。
(一) 由構想至成立
當教會重建新堂，一直渴望可以去服務坊眾，以基督的愛去關懷他們。
首先，我們選擇以長者為首要對象。於是在建堂期間，每週借用奮興會舉行聚
會，又舉辦「飲早茶，遊船河」等活動，以接觸未信者。直到新堂落成，服務
中心正式成立，可謂從無變有。
(二) 神差遣同工
一間服務中心的發展和成長，固然會員的參與和投入是十分重要，但有委
身心志又全心去工作的同工，同樣是十分關鍵。感謝神的帶領和預備，一直有
忠心服侍，又滿有恩賜的同工，在服務中心任職。特別是現在仍在事奉的數位
同工，神帶領他們加入這個行列，他們十分盡力事奉了十多年，實在難得。他
們竭誠的擺上與服務中心的歷史，密不可分。實在要感謝神的美好預備。
(三) 服務不斷多元化
還記得在開始時，以服務長者為主，所以開辦了常青團。看見神不斷賜
福，參加人數不斷增加，在這區建立了口碑。又歡喜快樂看見有長者信主，加
入教會大家庭。隨著環境需要，開設怡樂坊，提供售賣書籍和禮品服務，亦是
一個閱報休閒的地方。為了服待少年人，設立了基督少年軍第五十分隊。在過
去一段日子，常懷著喜樂的心看見少年人成長。當進入服務中心的年青家庭不
斷增加，結果就增設了家庭部，舉行很多廣受歡迎的親子和幼兒活動。
當服務中心不住茁壯成長，分設了三個部門（常青部、家庭部、青年
部），服侍的人數不斷增加，心中不禁向神獻上感謝和讚美。
展望將來，深信這位使無變有的神，必繼續在我們中間作工，彰顯祂奇妙
的作為。深願我們都向神獻上我們的力量，齊心協力去發展服務中心，使更多
人得福澤，叫神的名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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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路

從無變為有的服務中心

走入鄰舍

黃尹轉雄傳道

溫葉穎婷

很高興從去年開始成為服務中心管委會其中一份子，雖然時間短
暫，但對服務中心的工作認識了不少。
過往一直有參加服務中心舉辦的活動，在2004年開始更有機會投入
班組導師及義工的行列。我主要負責英文遊戲班以及真光幼稚園事工，服
待對象是小朋友及其家人。當中特別體會到神對幼稚園事工的帶領。
真光幼稚園事工最初只有轉雄及潔彩負責，現在已有十多位故事
姨姨一起參予。我們服侍的學校，亦由開始的一間增加成今日的三間。
除了每星期一次到幼稚園講聖故事之外，我們每年都會舉辦聖誕節聯歡
會。透過聯歡會，我們可以接觸到小朋友的家長，人數達數百人之多。
我實在很感謝黃尹轉雄傳道對我作出的邀請，以致我可以見證神的
作為以及衪的恩典。雖然，我有時曾懷疑初小的同學會否明白我們所講
的聖經故事，但當我有機會與他們的家長傾談時，知道有很多小朋友都
會回家與他們的父母分享在學校裡聽到的聖經故事，有小朋友遇到問題
時，懂得向主耶穌禱告，這一切都對我們一班故事姨姨有很大的鼓勵。
我希望福音的種子就此種在他們的心裡，
在成長過程中，種子不斷生長，並且扎根。
我更希望小朋友的家人都能夠認識主並
接受福音。願神繼續帶領服務中心的
各樣事工，好叫更多人蒙福。

九年前，我的分娩經歷使我更體會「服侍眾人」的意義。
臨產前，因胎兒的位置不理想而要臨時開刀分娩。產後，因我過於操勞而
弄致傷口爆線發炎，到了嬰兒可以出院，我卻還要留院護理。為了繼續餵哺母
乳及照顧嬰兒，醫生准我所求，給我與嬰兒同時出院，更安排社康護士到我家
為我處理傷口。我十分感謝醫生的體諒，更多謝天父讓我遇上如此仁愛的醫護
人員。
這次的經歷讓我直接領會到：服侍病者，原來是可以跳出醫院的四道牆。
是何等的體貼與諒解，給予有需要者的出路。傳道事工也是一樣，主給我們服
務中心的事奉，並沒有被四道牆限制。我經歷到主為我們開出新路，在服務中
心以外來服侍我們的鄰居。
服務中心是教會接觸鄰舍的好橋樑，家庭部恆常舉辦兒童及婦女興趣班、
家庭親子活動、婦女福音性查經小組等，多年來中心的服務都在坊眾心中留下
良好的印象，為我們以後發展美好的關係奠下基礎。不過，主的計劃實在奇
妙，我們的左鄰右里還未走進教會，主卻把我們帶到他們那裡去。
從2002年進入「真光幼稚園」的校門開始，主一直引導我們的服侍方向，
又不斷為我們開路，讓我們有機會接觸更多學校。2006年我們踏進鄰近「偉思
幼稚園」的課室，2007年接觸聖雅各福群會「寶翠園幼兒中心」的校長，之後
便開始每月提供課程資料來支援他們的福音工作。初時，我們三位服務中心的
同工輪流負責。到了現在，我們已有超過十位義工一
同參與了。屈指一算，幾年間我們已直接接觸了
超過600位幼稚園學生，每週教導他們聖經真
理。當中也有小朋友及家長因著我們的服
侍而認識教會，並開始參加主日聚會呢。
求主讓我們每一位肢體都踏進禾
場，實踐「彰顯基督，成為『服侍眾
人』的相愛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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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牌

歐陽潔彩
家庭部幹事

星期二的婦女生命成長小組，正談論著一
個主題：
妳欣賞教會的地方。一位組員就
大讚教會設立了服務中心，令很多原本不信
的居民因著使用服務而認識神，這位婦女便
是其中的一位。作為同工的我也順勢指出小
組內其他數位的組員也是透過服務中心的活動
而認識神，實在令人欣喜。
我這樣說並不表示自己功勞大，要沾沾光，我只是認
同該組員的意見—教會有這個異象及遠見都是神的作為，
而自己在教會服務中心的角色只是很微小，我腦海中立即
就浮現一個圖像—一個木製的路牌。
16年的事奉，我的工作就是安排及舉辦有益身心的活
動，包括兒童和婦女的興趣班組、合家旅行及家長講座等，
而這些多元活動背後都是為一個終極目的—傳揚福音。因
著這目的，我們都盡力與每位參加者建立友誼，有機會便邀
請參加主日學、婦女生命成長小組或作個人佈道。簡單來
說，人們透過服務中心來到教會，我就像一個路牌指引參加
者走進更深入的信仰路，進入教會的核心系統。
家庭部成立以來共接觸過1200多個家庭，能進入這
條「窄路」的，當然是難能可貴，然而，當大多數的參加
者因服務而得著滿足，一樣令人快樂，因為這也是教會的
榮耀。許多人在未認識神之前，先認識的是我們這些前線
同工，我們可說是教會的代表，在這個崗位上與眾家庭彼
此認識，分享生活的苦與樂、生命的限制和美善，跟著是
神的大能和慈
愛，是享受，
也是挑戰。
很榮幸能
在教會的事奉
上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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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堂裏工作

鍾小玲
怡樂坊幹事

還記得最初步進服務中心時，我的第一個印
象就像置身於天堂。這可能聽起來有點誇張！但
這幅圖畫就像拼圖一樣，背後需要各人努力經
營及合力拼砌而成。怡樂坊內優美的詩歌、同
工們親切的問候，長者義工無私的服務，這些
美好的圖畫就在我心中印記著。
我能成為服務中心的一分子，心感欣喜，因
能服侍神，人生充滿意義。
我在怡樂坊主要負責售書服務、班組報名及行政事
務，每天都能接觸進來的人，藉此可宣傳服務中心的活
動，亦能讓他們認識教會。與客人閒聊及分享時，他們都
樂意與我分享自己的重擔，記得有次客人問及信仰問題，
傾談間知道神看顧他一家，我便講述自己的見證，並告訴
他神同樣愛他的家人。雖然客人未有即時感動，但相信神
會在他身上作工，帶領這個家庭在適當的時候發芽成長。
怡樂坊定期設有量血壓服務及健康講座，藉著多位無
私奉獻自己時間的義工，細心關懷使用者的健康狀況，街
坊對這些服務評價良好。我的內心也為此充滿喜悅。
能在舒適而又充滿愛的環境工作，就像置身於天堂，
多麼美好！！我深願未信主的人看見神家的美好、和諧和
快樂，從而成為天家的一分子，擴展神的國。

忠心
服侍

事主樂 樂無窮

王羅璧珍

欣逢服務中心創建20週年。可喜復可賀！感念主恩之餘，願與主內手
足分享「事奉神」之樂趣。
我深蒙主愛，能參與事奉，每週和各方人士，研習操練普通話。樂也融
融。時光荏苒，瞬息旬餘載。其間，偶有失落感而頹喪。但如今我深深意識到，
我們之付出，父神將會賜千百倍之回報。不錯，每天跋涉，上課講習、編寫各類習作，頗傷腦
筋，亦覺疲勞，只是我所付出的代價，遠不及主恩大愛之「滄海一粟」，簡直無與倫比。「故知
施比受更為有福」（徒20：35）
本人僅為一默默耕耘，而又內向的教書匠，但神卻賜我事奉鴻恩，近年更得以參與文字事工
（校對），殊感雀躍。
本中心20年來，日益蒙恩，會務蒸蒸日上，哈利路亞！讚美神！懇盼坊間或其他地區人士，
盡多到中心來，參與各種聚會、活動，及事奉，身心必將受益良多。
須知任何時空，事無大小，「事主」永遠是樂事，絕非苦差。謹願主內各肢體，於各自崗
位上，盡心竭力，回應主之呼召，完成神之託付。請切記：「常常竭力多作主工。我們的勞苦在
主裏絕不徒然。」（林前15：58）。足証「事主蒙福」之絕對真理，亦為「榮神益人」之不二法
門。同心協力事奉神，必可永享無窮盡之福樂！

忠心
服侍

A work in Progress – A life-style!

Julie Ang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As an off-shoot of Hong Kong Baptist Church, Yee Lok Fong (怡樂坊) is a great and
wonderful service orientated centre. The Centre continuously renders out to embracing
the lives of the neighbouring residents, extending its services and port-folios to as far out
as Kowloon!
Although Yee Lok Fong has a handful of staff, but the enduring love and patience
of its smiling team mentored by Mr. Lee Fuk touches the hearts of thousands! Yet they
continue in modesty!
Yee Lok Fong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ange of activities for the very young and the
young at heart! I have been and still am very fortunate to have joined Yee Lok Fong as an
English educator about 10 years ago. Working with very young children
(4 years old) up to teenagers (16 years old), they have taught me
many many lessons. Imparting love, patience,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are qualities I have learnt from the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Tears and joy are ingredients cultivated from
mutual relationships, amongst ourselves. Also, a prayerful life
has allowed me to overcome “hiccups”, and I will always be
filled with heart-felt gratitude to God – for the management
and staff of Yee Lok Fong!

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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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藝

鄺轉兒

我們在天上的父，祂給予我其中一項恩賜是：手工藝。信主後，第一時間填寫了希望事奉的
崗位—藉手工藝作為服侍的工具。多姿多采、富趣味性的手工藝是很適合各階層、不同年齡，
也不拘性別，只要有興趣參予便可。
神呼召我加入了服務中心，當手工藝導師，對象是小孩、青少年、婦女，給他們舉辦一些
適合的興趣班，在輕鬆愉快的氣氛、清靜的環境下學習手工，引發孩子在手工藝創作的潛能；
婦女們的手藝巧妙發揮了各人的特性與想像力，大家也領受到神的恩福、照顧，我並看到了神的
慈愛！
不經不覺在中心服務了八年，這是一份有創意的事奉，叫教導和學習者都感到快樂！因為製成
品令學員有成功感，得到喜樂歡欣，尤其是小孩子獲得長輩讚賞，鼓勵支持，他們便會開開心心述
說製作過程彼此的關係融和甜蜜，相信是主大大的祝福。
記得有一年的夏天，臨出門上課時，有聲音叫我多帶一套衣服隨身，是不是很奇怪呢？後來
才明白是主的美意！回到教會，上課期間，有位小女孩哭泣，我擁抱她問：「妳為什麼哭？」她說
覺得不舒服，想吐！我來不及帶她上洗手間，她伏在我身上，一邊哭一邊就嘔吐大
作，我安慰她說不用怕，想吐就吐出來好了！那刻，有一道暖流，我感覺是
主耶穌用愛將我和小女孩一拼擁抱衪懷中！最後我用手機請服務中心同
工前來協助，我感恩有那套「預備」衣服可更換，你們看！神的愛原
來是那麼的無微不至。
體察過神的慈愛心腸，為了回應衪的愛，我只能把我以所得
的才幹，按自己的能力作最好的為服待獻呈給衪！

服務中心二十週年
服侍
鄰舍

偉思幼稚園 偉思幼兒園
郭校長，陸園長及全體老師

本校衷心感謝香港浸信教會的尹轉雄傳道及各位傳揚聖
經故事的「故事姨姨」於過去一年多替本校的小朋友說聖
經故事。
她們本著基督愛鄰舍的精神，每個星期都會帶備聖經
故事來到偉思幼稚園及幼兒園傳揚福音予本校的小朋友，
讓小朋友認識聖經裏的故事，感受主耶穌的愛。
「故事姨姨」每次探訪都會準備充足的教材來講解聖經
故事，還會因應不同的班級來編排聖經故事的內容，內容豐富
而且有趣，能引起小朋友認識主耶穌的動機。透過「故事姨姨」活潑
生動的演繹，小朋友更容易投入聖經故事的內容，對故事留下深刻的印象。
「故事姨姨」每次都會請小朋友有參與及互動的機會，例如：角色扮演，遊
戲等，小朋友都很開心，而且「故事姨姨」很受小朋友的歡迎，她們常常帶
著歡欣的笑容，很親切及有耐心地關顧每一位小朋友，每次亦會帶領小朋友
去禱告，做一個好孩子，相信這都是神的恩典。
每個星期，小朋友都很期待「故事姨姨」的到訪，他們都會表現得
很雀躍，還會常常提到「故事姨姨」的名字。回想開學初期，小朋友對於
「故事姨姨」感到很陌生，但經過短暫的時間，現在好像變成了他們的朋
友一樣。
憑著「故事姨姨」對基督事奉的熱誠，本校的全體員工及小朋友都感到
平安，喜樂。希望「故事姨姨」能再繼續來臨本校，為我們說聖經故事。最
後，祝願基督教香港浸信教會服務中心繼續靠主作工，榮神益人。

服侍
鄰舍

專訪

記／記者

梁羅嘉玉女士

服侍
鄰舍

真光幼稚園（堅道）

林麗芬校長

感謝天父讓香港浸信教會的小天使（義工）從2002年開始為本校的師生服
務。每次到校，你們都帶著熱誠及主耶穌的愛，「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
他們。」（馬太福音 9：14上）
你們花心思選用合適的教材，並運用小朋友明白的語句，生動活潑地演繹聖
經故事及玩遊戲，這不但能吸引孩子的專注，最重要是能讓他們知道天父的愛，
天父是看顧大家的神，是造物的主宰，是隨時幫助他們的主，使孩子懂得禱告，
也會常常禱告。「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每逢星期四小朋友都以興奮和期待的心情等候「姨姨」的到來，這不是因為你
們的禮物，而是你們都有主耶穌那顆愛孩子的心，小朋友們都感受到這一點。
除了小朋友得益外，家長也因此有機會與子女一同參加香港浸信教會的崇拜及
主日學，有二位家長還於去年決志信主，這也是令我們欣喜的。
至於本校的家長教師會，亦曾與你們合辦多次的聖誕聯歡活動，家長、學生
和教職員都滿載而歸，這不單只在肉體上，心靈上同樣因著活動帶
出來的喜樂訊息而得到滿足。
有你們在本社區內發光發熱，榮神益人，主的福音才能
繼續廣傳開去。我謹代表全校師生感謝你們的無私奉獻，願
主大大的賞賜你們，祝福你們。容讓本校教職員與你們繼
續並肩攜手，以主的道引領及教育小朋友和家長，並以聖
經中的一段經文與大家共勉：「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
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上
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書3：13下-14）

傅元筐媽媽

梁羅嘉玉女士是本中心開辦普通話興趣班的第一批學生，至今修
習已有12年了，她仍然不離不棄地每週來上課。

傅太是三子之母，兒子年齡由三歲到十歲，她也是位職業婦女，
可想像到平日生活的忙碌。

記：12年了，你還記得初上課的情況嗎？
梁：記得！最初由初級班開始上堂，由於同學每週相見，彼此建立了友誼，所
以都不願升班。幸好老師按情況給予不同的功課，令同學不用升班之餘，
也不會因課程重覆而感沉悶。但人數太多，最終還得升上中班，跟著便是
高班。高班後的功課量多了，加上艱深了，令部份同學「打退堂鼓」。
記：那麼甚麼令你堅持至今呢？
梁：因為老師教得好，材料充足，功課預備認真，又經常打電話關心我們，即使
我們請病假，也會傳真功課給我們，她生病也來上課，早陣子她腳痛又給我
們補課。老師是義務性質的，都這麼盡責，自己又怎能偷懶呢？此外，她多
年來的功課永無重覆，令我學到很多東西。

記：你在甚麼時候認識我們？
傅：去年我路過這裡得悉有暑假活動，我的兒子便積極參與兒童活動。現時三
個兒子都參加「Fun in English」；二子還參加「EQ俱樂部」；二子及三子
都在週六上午到怡樂坊聽故事，可說是「擁躉」。
記：那方面讓你比較滿意呢？
傅：我尤其滿意英文班導師Ms. Julie Ang，我的三位兒子都非常接受Julie的教
導，過程亦很享受，對他們的英文有很大幫助。此外，收費合理、家住附
近及職員友善也讓我繼續支持你們。

聽見梁太的讚賞，相信王羅璧珍老師定感安慰。在神裏的付出是不會徒然的。

周太
周太有三名子女，分別是四歲、兩歲半及一歲。大兒子令山
兩歲時加入「親子英語playgroup」，覺得很好玩，很投入在其
中，懂得唱很多歌，因此到二子令弘足一歲半後，亦參加小組。
暑假後二子亦入讀幼稚園了，不能再參加，不過小妹妹暑假後便輪到她上堂
了。周媽媽足足參加了親子playgroup有三年之多。
記：你認為孩子在這個組學了甚麼？
周：這小組除了讓孩子開心及快樂，也使他們從小學會收拾玩具，是很好的訓
練。

唐太

唐太育有一對四歲的孖女，孖女二歲多時就讀於偉思幼稚園，而
當時我們剛開展了到偉思幼稚園講聖經故事的事工，所以教會的
單張便派到唐太的手中。
記：你們曾參與甚麼活動？
唐：起初我是帶孖女參加主日兒童崇拜的，跟著參加服務中心的兒童興趣班，
包括「親子音樂律動班」、「童話故事芭蕾舞」及「奧福(Carl Orff)音樂舞
蹈班」。因為很想孖女學習有關音樂的課程。
記：為甚麼選擇我們呢？
唐：這兒的活動收費合適，地點也方便，都是很好的選擇，當然最重要是孖女
都投入課程及玩得開心。
記：我們有甚麼地方可以改善嗎？
唐：若加設鏡房，課室地板清潔些便更理想。

Fun in English同學仔
走進課室，眼見一班活潑的小五女生，她們彼此稔熟，開心地交談著，
原來其中三位同學麥曉茵、姚騫婷及黃詠端自K.2已在服務中心跟隨Ms. Julie
Ang學習英文，至今已七年了，友誼當然不淺，此外，她們又介紹朋友加入，一
班女仔好不熱鬧！
為何在這裏可以維持七年多呢？當然要多謝媽媽們的安排及選擇，而小女
孩們亦在當中學習了許多生字、提升了寫作能力、學習開心，增加了對英文的
學習的興趣。

李進亨媽媽
李進亨(四歲)一家隨著搬家到堅道附近，也開始來教會參
加主日學，後來參加服務中心的活動。現時是「圖畫基本功」、
「奧福音樂舞蹈班」的組員。進亨媽媽對所提供的服務很滿意，
認為可以令小朋友開心及活躍，也促進了小朋友大小肌肉的發展。

號 外
傳揚
福音

三代同堂

邱瑞芝

今年是服務中心成立20週年的大喜日子，首先祝服務中心在神的帥領
下，會務蒸蒸日上，繼續多向鄰舍傳揚福音，引領多人歸向基督。
常青團亦是神使用的一道流通管子，讓未信主的人能夠認識福音，歸回
神的家中。
回憶我在1986年退休時，生活顯得空虛、渾噩，加上個性內向，所以社
交生活貧乏，人生觀漸趨灰暗。幸而得到兒媳介紹我參加常青團的活動，令
我頓然感受到常青團真是我們長者的一個歡樂大家庭，見到弟兄姊妹們人人
帶有喜樂的笑容，大家有講有笑，彼此尊敬，互相勉勵，研讀聖經，使我整
個人都感到很喜樂，內心更得到從神而來的平安，愈來愈喜愛參與常青團的
活動和事奉。
1997年9月我受浸加入教會，成為神的兒女，接受耶穌基督是我生命的
救主。
感謝主，我在常青團事奉不經不覺超過10年，其間我學到了很多功課，
得益良多，今後我更要謙卑，更要順服主，為主多作工，傳揚衪美好的福音。
我的兒媳在教會負責長者主日學的教導，又是詩班的班員，亦是小組組
長，媳婦亦是銅管樂隊隊員。
我有三位精靈活潑的男孫，長次孫兒參加服務中心的
基督少年軍，學習紀律生活，又參加初級詩班和主日
學，幼孫兒自小都返教會上主日學和兒童崇拜。
我太太在2001年受浸，亦是常青團團友，她曾
隨我參與澳門短宣。在2007年又參與新加坡短宣，
現在我們還準備在今年9月參加泰國短宣呢！感謝
主，賜給我家三代成員無限的恩典，願將一切榮耀
頌讚歸予父神，阿們！

建立
生命

不平凡的平凡生活

傅許雪雲

我是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婦，靠著主耶穌的恩典，得著平安和喜悅。
信耶穌，應該由兒子出生後說起。當時的我從辦公室回到家裏當「湊
仔婆」，在沒有任何支援下，全部由零開始學習，自己的精神非常緊張。而
兒子天朗遂漸長大，需要對外界多些接觸和學習，就在他一歲多時，來到服
務中心，參加了親子活動班，在班中認識幾位信主的媽咪，她們散發自心內
的平和、對神的信心、得到主的恩典和祝福，一切我都感覺到，實在令人羨
慕。於是我便跟隨她們參加主日崇拜及「快樂媽咪查經小組」，使我有機會
接觸神的話語，令我認識到神的慈愛，學識了寬恕和包容，使我的心境豁然
開朗，願意追隨主的腳蹤。在2000年欣然接受浸禮，開始查考聖經和參與事
奉。轉眼間已渡過八年寒暑，生活或有喜有哀，但都感覺到神在保守著我和
我的家人，使我們有信心面對困境。
「敬畏耶和華的，大有倚靠；他的兒女，也有避難所。」（箴14：26）
2003年我雙親相繼離世、金融風暴後遺症和沙士事件令香港經濟衰退，
家庭收入亦大不如前；孩子剛上小學，成長及學業問題接踵而來。哀傷、擔
憂、徬徨和無助，如巨浪般拍打我的心靈；勞累的身軀令我的健康亦出現問
題。該段日子我恆常地祈禱，倚靠神是我心靈的良藥，慈愛天父真實地回應
我的禱告，使我在主的引領下解決生活上的困擾，同時亦得到平安和喜悅。
近年我在查經小組中認識很多追求主耶穌基督的姊妹，他們因為
參與外展和宣揚福音的事工，所以小組分工也落在我和其他成員
身上，我們便學習帶領詩歌敬拜。對於沒有音樂細胞的我，最
初要領唱實在很為難，於是我在禱告中問神為何難為我？不
過我相信神差遣我做的事，只要順服信靠耶和華，祂會使我
勝任得起。我又參加得力網絡之見習組長訓練，學習小組組
長的職責，彼此服侍、外展服侍、生命交流等等；課程與實
習能夠促進靈命生長，使我信主之後在平凡生活裏過得不平
凡，充滿豐盛、喜樂，並常常感謝主的恩典。

傳揚
福音

從真光到教會

陳李安琪

現在回想認識主的經歷，真的要感謝服務中心及一
班有愛心的「故事姨姨」。他們每星期都到真光幼稚園
講了很多動聽的聖經故事，令到我兩位小朋友（就讀於真
光幼稚園）認識了主耶穌。
起初我也不知道幼稚園內有教會安排「故事姨姨」到校內講聖經故事，
但有很多次孩子回家後提及姨姨今天送了一些小禮物及講故事，我還以為是
學生家長做義工，但為甚麼時常也聽到同一個姨姨的名字呢？故感到有點奇
怪，後來詢問校長才知道是教會安排的。
有一天大女巧琳突然對我說：「媽媽，我很想返教會，可否帶我去
呀？」因為巧琳是下午班學生，每天都是中午才起床，所以我對她說：「返教
會一定要早起床，你做得到嗎？」她說：「我真的很想返呀，我一定可以早
起，媽媽信我啦！」後來的兩個星期，她真的一天比一天早起，也不用工人
姐姐叫她起床，所以我請校長安排她返教會。當弟弟知道要跟姊姊一起到教
會，有一點不高興，但當知道是「故事姨姨」的教會，他就歡喜了。
因為孩子上了主日崇拜的一個小時內，我也沒有地方去，所以自己也希
望去認識這一位神，服務中心同工介紹我參加主日崇拜，慢慢連自己也感到
喜歡聽道及再認識多一點，後來傳道人鼓勵我參加「啟發課程」，我還在當中
決志信了主耶穌。
我的丈夫是一位決志十多年的基督徒，但就一直也找不到合適的教會，
當他知道我決志信主後，感到十分高興，慢慢他也跟我們一起返教會崇拜。
一家人有著同一個信仰，實在是一份福氣，也是主賜給我們一家的恩
典。現在當小朋友的學業和教養上遇到困難，我會禱告，求神教導我如何處
理，現在的我再也不會感到無助。
信主後，我們夫婦之間比以前更恩愛，他常說現在的我比以往更懂得忍
耐及關心他。事業方面當然也有不少困難，但我們會一起禱告，把所有都交
託給主。
得著神的愛實實在在是無比幸福，而我們一家就是一個很好的見證，願
我們身邊的朋友也得著同一份的福氣。

建立
生命

平台

郭梁美蓮

我們一家自2000年起開始在「堅浸」聚會，同時也參加服務中心舉辦的
興趣班、暑期班和旅行等，孩子們都樂在其中，而我也結識了不少新朋友。
教會在2005年舉辦了「使命人生40日」的運動後，因小組人數的增長，
我便開始與其他姊妹一起帶領一組「快樂媽咪」組，小組成員大部份是家庭
主婦，雖然每天我們都忙著處理家事和照顧孩子，但逢週三上午，我們便相
聚在一起，一同學習查考聖經、追尋真理，互相分享生活上遇到的事，共渡
人生路上的每一個階段，有些組員便因此認識主耶穌，決志相信主或更新自
己的生命，提昇個人的生命的素質；當面對家人患病、子女升學或自己身、
心、靈上的問題時，我們都學習「禱告交托」，相信慈愛主是信實無變的，
祂必定保守看顧，一同經歷「信心」寶貴的一課。我們也有學習對外服侍的
機會，定期到老人院探訪或參觀其他機構，擴闊我們的眼界。
感謝神讓我在小組的事奉中，經歷與神同工
的喜樂，在靈程路上認識更多同行者，這
是一個互相建立生命、人與神相遇的平
台，相信靠著主耶穌，我們都會經歷
更豐盛的生命。

換裝前後

→
櫥窗裝修前

常常年青的一群—你認識嗎？
我們的BB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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